
高雄市政府第442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8年 10月 01日（星期二）上午10時

地　點：高雄國家體育場B2新聞簡報室

出　席：葉匡時 李四川 陳雄文 陳鴻益 王世芳 張裕榮

（代理行政暨國際處處長） 曹桓榮 李樑堅

吳榕峯 伏和中 趙紹廉 吳芳銘 邱俊龍 林裕益

吳明昌 李戎威 黃淵源（陳世璋代） 王秋冬

李永癸 黃江祥 林立人 吳家安 范揚材 林思伶

鄭永祥 吳秋麗 黃進雄 王淺秋 阮清陽 程紹同

林鼎超 李銘義 吳慧琴（陳幸雄代） 黃永卿

（陳華英代） 張素惠 陳明忠 林合勝 劉嘉茹

潘春義 黃燭吉 王啟川 鄭淑紅 鄭介松 李瓊慧

黃榮慶 林志東 吳宗明 陳景星（林清亮代）

劉德旺 許炯華 楊孝治 李秀蓉 歐劍君 林國慶

鄭美華 薛茂竹 吳進興 李坤守 吳茂樹 陳振坤

邱金寶 王耀弘 陳佑瑞 蔡翹鴻 陳進雄 胡俊雄

陳興發 鍾炳光 李惠寧 黃中中 施維明 李元新

劉文粹 李幸娟 陳進德 黃伯雄 邱瑞金 藍美珍

吳永揮 吳淑惠 林福成 顏賜山

列　席：謝英雄 宋能正（范仁憲代） 范正益（吳冠慧代）

王永隆 王士誠 郭寶升 王中君 蔡欣宏 

主　席：韓市長 國瑜                    紀錄：李姱嬋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社會局黃局長淵源、原民會吳主任委員慧琴及客委會

黃主任委員永卿公假至議會，分別由陳主任秘書世

璋、陳副主任委員幸雄及陳主任秘書華英代理；內門

區公所陳區長景星公假受訓，由林主任秘書清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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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橋頭區公所邱區長報告：

　　本所106年12月至108年 9月工作報告。

水利局李局長補充報告：

「增設鹽埔橋固定抽水站」及「改善五里林橋鄰近區

域之集水與排水系統能力」辦理情形報告。

財政局李局長補充意見：

（一）中央刻正籌設橋頭科學園區，未來將委由本府

代辦區段徵收等事宜，後續相關作業建請橋頭

區公所配合協助。

（二）過去橋頭曾推動種植向日葵花田活動，讓向日

葵花海成為橋頭的特色景緻，上開活動在本次

報告並未特別呈現，未來倘加以整合推廣，相

信應具有吸引觀光人潮之效益。

（三）報告所提橋頭新市鎮估計將有 5,000戶人口移

入，未來當地居民可能提出增設文小用地以滿

足在地就學之需求。惟考量本府財政情形，再

增設國中、國小確有難度，建請區公所屆時先

行瞭解整合民眾需求。

農業局吳局長補充意見：

（一）有關橋頭地區流浪犬隻出沒之熱區地點及因應

方式與宣導作為說明。

（二）考量動保法並無明文禁止民眾餵養流浪犬貓，

惟流浪犬貓一經餵養，恐造成流浪犬貓習慣聚

集於餵養地點。建請各區公所督導里幹事共同

協助向民眾宣導，避免於人口密集地區餵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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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犬貓，以改善當地民眾生活品質。

教育局吳局長補充報告：

（一）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竹科）及國

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南科）成立模式說

明。

（二）有關比照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成立模

式，改制橋頭地區既有學校乙節，本局將與科

技部溝通協調。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橋頭區公所報告。所提「增設鹽埔橋固定

抽水站」及「改善五里林橋鄰近區域之集水與

排水系統能力」等 2項建議案，請水利局向中

央積極爭取並保持密切聯繫，追蹤後續經費補

助情形。

（三）流浪犬隻問題對民眾影響甚鉅，請農業局及環

保局協助妥處。

（四）因應橋頭科學園區未來之設立與發展，請教育

局專案針對橋頭地區既有學校先行調查研究，

並與科技部溝通，研議比照國立南科國際實驗

高級中學成立模式，將既有之合適學校改制為

現代化的全雙語中小學（含幼兒園），創造出

重要誘因，吸引海內外優質人才進駐橋頭科學

園區，俾有效帶動橋頭地區的進步。

四、本市農漁品產銷平台專案報告：

（一）農業局吳局長報告：

　　　　　　農產品產銷平台專案報告。

（二）海洋局趙局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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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產品網路銷售平台專案報告。

財政局李局長補充意見：

近日議會屢有反映本市原鄉農特產品之產銷問題，建

請權管機關強化原鄉農特產品之行銷力道。

農業局吳局長補充報告：

本局協助本市原鄉農特產品及文創商品之行銷管道說

明，以及與海外電商合作情形報告。

經發局伏局長補充報告：

本局輔導本市企業產品連結電商平台，成立「高雄好

物市集」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農業局及海洋局報告。感謝農業局團隊積

極建置農產品產銷平台，以及海洋局整合本市

水產品，提升高雄海味曝光度，並輔導業者加

入高雄海味優質水產品專區及郵政商城高雄

館，另亦感謝經發局對行銷本市產品之用心。

（三）農業局、海洋局及經發局行銷本市農漁特產

時，應建立統整行銷機制，一併考慮市府內部

橫向整合，在各通路分進合擊，以發揮最佳行

銷效益。此外，商品銷售量之穩定性十分重

要，針對相關機關協助行銷之農漁特產等商

品，亦請預先做好風險管理。

（四）考量原鄉農特產品，經常面臨銷售困難的艱鉅

挑戰，請農業局持續協助將原鄉農特產品納入

各銷售平台。另請農業局持續注意蜜棗生長情

況，俾預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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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財政局：謹提「修正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動產質借

所員工質借業務提成獎金支給基準及減

停發規定第二點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２案—都發局：謹提訂定「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審議運

作及管理要點」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３案—工務局：謹提「高雄市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費用補助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工務局：訂定「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實驗建築審議

小組設置要點」(草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５案—教育局：謹提本府獲教育部核定補助辦理「前瞻

基礎建設數位建設之強化數位教學暨學

習資訊應用環境計畫」108 年度補助款

1,329萬 688元整，未及納入 108年度預

算，擬先行墊支執行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６案—農業局：請予以同意本府「108年度秋行軍蟲緊急

防治及作物銷燬補償相關措施所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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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業經核定經費計 48萬 8,000 元墊付

款先行支用乙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７案—社會局：謹提本市獲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公

有社會福利機構及老人活動中心耐震補

強及整建計畫」第二期補助經費 613 萬

7,115元，因未及納入 109年度預算衛生

福利部補助經費 613 萬 7,115元、市府

自籌款 273 萬 2,709元，所需經費共計

886萬 9,824元整，擬提請市政會議審議

先行墊付執行乙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８案—環保局：為行政院環保署補助本局辦理「高雄市

政府 108 年度推動清潔隊同仁作業環境

改善申請計畫」補助經費共計 4,130萬

4,000元，擬先採墊付方式執行，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９案—環保局：為行政院環保署補助本府環保局辦理

「108年高雄市畜牧糞尿沼液沼渣集運、

施灌車輛補助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780

萬元整，其中環保署補助新臺幣 468萬

元整，本府環保局自籌配合款新臺幣 312

萬元整，共計新臺幣 780萬元整，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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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墊付方式執行，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0案—交通局：為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助計畫（計畫

編號：108KHF01、108KHF02、108KHF03

、108KHG01、108KHP01、108KHV01、108

BFX03、108BFX04、108KHZ01、108KHZ02

）等 10案共計 7,811萬 8,652 元，擬請

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11案—林園區公所：有關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石化事

業部捐助本所辦理「林園區 AC巷道

維護及改善工程」預算金額新台幣

44萬元，因未及列入本(108)年度

預算，本所擬先行辦理墊付執行

案，將納入 109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10年度補辦預算，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參、臨時動議

一、民政局曹局長報告：

本市第 3屆苓雅區五權里、鳳山區文福里、大寮區上

寮里里長補選情形報告。

二、張副秘書長報告：

日前社會局業依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08年國慶籌備委

員會來函，函請各機關學校於 10 月 8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在主要建築物、重要道路、人行陸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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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及機關、學校等周邊地點掛置國旗。為讓各機關

在布置時間上具一致性，建請訂定統一作業時間，俾

及早（如 2～3日內）布置完竣。

主席裁示：

有關懸掛國旗誌慶乙事，請各機關、區公所於 10 月

3日（星期四）前完成。

三、研考會李主任委員報告：

因應國慶升旗典禮即將到來，行政暨國際處近日將製

作首長背心，建請各位首長屆時穿著該背心出席升旗

典禮活動，另本案感謝秘書長協助協調。

主席裁示：

活動當日請各位首長身著長袖白襯衫及首長背心出

席，俾展現本執政團隊團結整齊之精神。

四、運動發展局程局長報告：

高雄國家體育場通過國際田徑總會（IAAF）一級認

證，並符合國際足球總會（FIFA）之規範，為國際性

之運動場館，「2022卡達世界盃暨2023亞洲盃資格

賽小組賽」部分賽事亦於此地舉辦。適逢本（1）日

青年局正式成立，市政會議移至本體育場召開，機會

難得，建請府級長官與各位首長會後共同合影。

主席裁示：

高雄國家體育場為全台最好的運動場館之一，到此開

會係屬難得，請各位首長會後共同合影。

五、財政局李局長報告：

（一）日前中央宣布高鐵南延屏東將採左營方案，該

方案之路線可能經過仁武產業園區，恐對該產

業園區造成影響，應否適時向中央反映？

（二）為慶祝雙十國慶，許多局處已規劃多項精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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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否須為回台參與本市活動之海外僑胞安

排保留區？

主席裁示：

（一）目前高鐵南延屏東之計畫尚在前置作業階段，

然仁武產業園區對本市未來發展至關重要，高

雄的建設不能因此停下腳步，有關仁武產業園

區開發案各項前置作業，請經發局依所訂期程

賡續辦理。

（二）有關為海外僑胞安排保留區乙節，相信無論是

海外僑胞或國內民眾皆是帶著愉快的心情到高

雄參加雙十國慶系列活動，爰順其自然即可。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根據中央疾管署監測資料顯示，近期流感疫情呈緩

慢上升趨勢，請衛生局持續加強民眾衛教宣導，做好

常洗手、戴口罩等自我防護措施，如出現流感徵兆，

應儘速就診，以確保自身健康。

二、本府已於上週一（9月 23日）公告發布實施仁武產

業園區開發案都市計畫，該園區將成為全台最完整的

航太產業聚落，未來可提供 6,300個就業機會，創造

新台幣 242億元年產值。請經發局依期程加速推動園

區開發，以帶動產業轉型發展及促進地方繁榮。

三、市議會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已於上週五（9月 27

日）結束，針對這 2天本府允諾議員之建議事項，請

各機關積極研議辦理，而針對議員提出的批判與指

教，亦請各機關虛心檢討及改進，以精進本府施政品

質。

四、雙十國慶連續假期即將到來，本府今（108）年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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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璀璨高雄、光輝 10月」系列活動，活動內容

十分豐富（包含國慶升旗典禮、高雄金曲之夜、舊鐵

橋草地音樂會、左營萬年季及高雄電影節…等），請

新聞局、觀光局、民政局、文化局加強宣導行銷，鼓

勵更多海內外朋友及僑胞到高雄歡度國慶，亦請各位

首長鼓勵同仁踴躍參加。此外，考量國慶升旗典禮意

義非凡，預計 10 月 9日起人潮將陸續湧入高雄，為

讓遊客能玩得盡興、平安，請觀光局協助推廣優質旅

宿業、餐飲業及伴手禮；另請警察局協助治安維護工

作，讓大家看見高雄美好的一面。

散　會：上午10時 4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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